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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现在是一个移动设备流行的社会，今年有近 70 亿手机用户
1
，平均每人有一台移动设备。移动设备的快速增长使得 Wi-Fi 成为首选的网络接入

方法，在美国每个人平均拥有超过一台移动设备，并且每年销售 1.25 亿部智能手机。
2
 

按这个增长速度，预计到 2016年会有 100 亿台移动设备，企业组织可以看出移动性以及使用 Wi-Fi 网络能够提供创新的用户服务，提高客户体

验。 

同时，这种趋势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和挑战，以及独特的众多创新企业迅速崛起，可以从这种增长中帮助挖掘业务价值。 

 

Wi-Fi：开启业务价值 

Wi-Fi 网络似乎无处不在，而我们消费者对网络的通用性和性能要求越来越多——然而我们却倒退到需要支付该服务。如今我们期待咖啡店、酒

店、机场、商店、体育场馆都有 Wi-Fi，甚至在城市的街道上，这样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看视频，下载应用程序，和打电话。 

鉴于技术的进步，这些 Wi-Fi网络，在为移动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互联网接入的同时，也在收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提供针对使用网络用户

的价值，也是商业价值。 

思科
®
互联移动体验(CMX)，建立在思科统一访问

™
架构上，将无线局域网(WLAN)上移动设备的位置数据转化成有价值的业务信息，可以立即应用

在市场营销、业务运营和安全方面。 

每个思科移动服务引擎(MSE)将收集的数据传递给 CMX，包括离散时间、位置和 MAC 地址，这些信息是从网络中无线接入点覆盖的移动设备中检

测出来的。(注意，设备不需要连接到 WLAN 就可被发现以及估计其位置)。重要的是，观测数据可以针对每台设备按时间排序，设定不同区域和

应用运动分析。然而，由于拥有大量的数据，为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需要使用一套复杂的数据挖掘和数据过滤技术。 

使用这些过滤技术，可以系统的计算各种因素如停顿时间、运动模式、拥挤，瓶颈识别等，为营销、运营和业务管理提供巨大的价值。 

 

开启基于位置信息的 Wi-Fi 价值 

越来越多的场馆和城市为用户提供 Wi-Fi 访问，这些部署思科 CMX 解决方案的客户正在开始获得投资回报。这个解决方案将 Wi-Fi 变成有价值的

业务推动者。这个框架可以检测、连接和吸引(图 1)用户并且很容易地实现。 

图 1. 使用 Wi-Fi 检测，连接和吸引客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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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连接的价值 

•从开启 Wi-Fi（不需要连接到 Wi-Fi）设备上
4
的匿名数据

3
，能够发现场馆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解答如下一些问题： 

-场馆中有哪些密集点，按时，按天或按星期查看。 

-在场馆中大多数人在哪消磨时间？是否按照每天，每小时，每个客户类型发生变化？ 

-在场馆中一般人们去哪？他们的行走路径是什么，或者访问哪些区域和商店，以及按什么样的顺序？ 

-移动设备多久返回到网络中？首次访客和重复性访客之间的行为模式是否有区别？ 

-特定促销或者广告的效果如何？相比之前，人们是否更愿意去有促销活动的区域？ 

•如果设备连接到 WLAN，客户在注册 Wi-Fi 服务时提供一些人口统计学的数据，例如 Email，性别，居住城市等，可以在分析中使用这些数据。 

 

吸引的价值 

•思科 CMX 让场馆可以和用户基于环境更好的交流。 

-客户现在可以使用移动设备： 

-在商店或商场中导航 

-根据所在位置接收相关信息 

-个人互动 

-场馆可以和客户在以下方面互动： 

-提供本地可用的服务信息 

-启用到各类产品和服务的导航 

-为设备推送针对位置感知的促销 

 

思科的解决方案基于一系列的创新，包括高级 Wi-Fi 室内位置服务，灵活的 REST API 支持将位置信息整合到移动应用程序中，以及已激活定位

功能的硬件芯片和设备制造商。这些功能都是透明的集成在一起，提供一个强大的解决方案，让组织可以通过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浏览器或

者移动设备自身，使用位置信息吸引客户。 

 

Wi-Fi 基于位置服务的商业价值 

在全球范围，许多不同的行业也开始发掘Wi-Fi基于位置服务的价值。这里罗列一些用户案例，在不同的行业中部署它们来增加商业价值。 

 

零售业 

运营效率 

知道在不同的时间有多少人在你的商店，可以协助员工规划和调度，确保在不需要昂贵资源的时候不会造成浪费，在业务高峰时期不会因为服务

延迟而失去宝贵的客户。 

促销效率 

知道店里的一个特定促销是否有效或者能否吸引客户是极为宝贵的。例如，相比以前在促销期间是否有更多的人到促销区域?或者客户在销售区

域比其他地区停留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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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店内导航      促销信息和地图 

吸引客户 

使用基于位置的服务来吸引顾客，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优越的客户体验，增加客户消费的机会。你可以基于位置为特定用户提供内容，大大提高了

访问量或提供有针对性的促销。 

 

运输业 

机场和铁路在寻找一些增值服务并改善客户体验，同时获得增强的洞察力和信息，这可以提高运营和营销效益。 

•机场尝试给乘客更好的体验，简化乘客移动和导航的步骤，提供例如登机变化的提示和警告。 

•铁路根据位置为设备提供实时信息的下推功能（例如火车晚点，工程工作等） 

•导航信息告诉乘客他们下一站的路线信息，或换乘的导航信息。 

 

运营效率 

•地铁，机场，铁路或者公交网络的优化 

•在瓶颈时期为乘客改变行程 

 

教育业 

基于位置的服务在高等教育的 5 个方面使用： 

增强用户体验 

提供个性化的校园旅游定位信息和见解，如感兴趣的要点信息，鲜为人知的事实，和好玩的地方。 



 

提升校园运营和管理 

知道校园如何被使用可以为校方提供非常重要的信息和见解。发现哪个食堂是最繁忙的；每天，每星期，每个学期哪个模式重复出现；学生聚集

在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拥挤。甚至在潜在的过渡拥挤发生前，基于位置的服务可以预警。 

提升学习体验 

基于位置的服务可以为实际来到教室参加讲座的学生发送学习资料，从地理上隔离教室或者演讲厅。 

开启特定事件体验 

学校日历的特定活动，如足球比赛、校友活动，音乐会被安排满满的。添加另一层基于位置的服务使大学为目标客户提供高度定制的服务和（或）

促销。 

促销和市场机会 

基于位置服务的一个明显好处是为学生提供基于位置的促销或激励，如餐厅，忠心计划或活动折扣。 

 

酒店业 

各类应用部署在酒店或度假村中提供重要的商业价值。 

提升客户体验 

•基于位置的服务可以让客户到达酒店时，自动签入，导航到房间，使用无钥匙遥控门锁进门。 

 

•附加功能包括为移动设备发送针对性促销信息，或者发送会议安排，以及到每个会议的导航。 



 

对度假村主管们的价值 

•提供本地服务或虚拟礼宾服务：预订出租车，预定演出票，餐馆订餐，提供当地景点的信息，等等 

•提供促销活动或客户服务信息，如: 

-酒吧和餐厅促销 

-俱乐部房间的进入 

-提供 SPA 和本地特产 

•改进服务和运营-为一个实际的使用模式设计布局和验证它的影响 

 

 

都市 

CMX 分析让城市管理者可以观察城市中拥挤的地段，查看每天或每星期设备密度的变化。 



 

CMX 中强大的位置分析组件为高水平的城市管理提供运营规划，提供哪些区域繁忙的信息，以及人们花多长时间，和人们来到这一区域前在哪和

他们走之后去哪。 

对访客和市民的价值 

•访客应用程序可以就近预定餐馆 

•街道导航到名胜古迹，兴趣点的信息等等 

•公共汽车和火车到站的“计时器” 

•能够定位和使用自行车服务或运输服务 

•能够找到停车场和找到他们自己的车 

对都市的价值 

•本地服务优化-最近位置服务的派送 

•能够根据交通拥堵或事故告警 

•为本地商业洞察客户和访客动向 

CMX 可以帮助官方评估都市中活动的效果： 

•促销：在某个活动营销之前和之后校准市场，例如当地农贸市场等。 

•户外活动：知道繁忙区域和时间，方便公共安全和规划 

•提供城市的路径分析，从火车站到汽车站，停车场和车库等 

 

总结 

思科 CMX 为客户提供有型业务价值，更多的用户案例正在被发掘出来。从企业和服务提供商的角度上看，这个变化发生在全球的各个行业中。 

关于 CMX 最新的进展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mx 

 

 

 

 

 
 

 

 
 

 

 
 

 

 
 

 

 
 
1国际电信联盟，2012 年 7 月 
2http://mobithinking.com/， 2013. 
3Wi-Fi 无线接入点不断收集所有设备的信息，而不需要用户在网络上进行身份验证。这意味着场馆是在收集大量人的信息——实际上是任何携带

Wi-Fi 功能设备的人。然而，这并不会引起个人隐私问题，因为没有个人或人口统计信息收集，只有设备的 MAC 地址，信息会在所有用户上聚

合。 
4思科网络业务解决方案组（IBSG）最近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平均拥有 2.6 台移动设备，大多数都有 Wi-Fi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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